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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来复杂，人与自己的关系要好？听来抽象，但当前却是个硬僵

的拦路石，要辅导的人大都是“自我形象”偏差，而一个不能接纳、欣

赏自己的人，他也很难去爱别人，于是衍生各种人际问题。

而人又如何能在各种异同、竞争里还是爱自己，给自己公平打分，

又不去妒忌、伤害别人？这又是另一个待解的症结，有时超乎人力；至

于人与环境大自然的关系，这岂不是当前全球聚焦的课题吗？不爱生生

不息养育我们的大地和天空，我们的生命会很狭窄。

而这一些，是要从小灌输给孩子的观念，观念太难嚼，我们就说故

事。配合推广的活动，叫着“生命花园”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目标在于

使人认识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进而肯定、爱惜并尊重生命；以虔

敬、爱护之心与自然共存共荣，并寻得与天（造物主）的脉络关系，增

进生活智慧，激发情操，塑造健全人格。 

10多年来，我们曾把《小活力》里的故事改编成个别绘本，也有合

集成一本《小活力拼盘》，试图观念具象化。后又萌了结集成桥梁书的

念头，于是从两百多篇故事里遴选约一百篇，依内容分成四集：（一）

亲情、辅导篇——涉及自我形象、各种情意结等，以正面价值观支撑                   

（二）品格、纪律、人际、礼仪、情意篇——这是当今孩子亟需培养的情

意领域（三）知识、品格塑造篇——这是 information + formation，糅合

两者，可读性高，知识性如：科普、环保、艺术、生活技能（四）时事、

课题篇——时事或一些特殊课题会过时吗？加上正面价值观就有焦点。

这四本书出版后反应不俗，于是又萌了把之前来不及收录的故事，

出成第五辑。这系列适合高小到初中的孩子阅读，有助于成长中观念的

形成。而父母亦能与孩子共读并讨论，从各个角度解读内容，也许出其

不意豁然开朗，啊！我读懂了！

文桥的桥梁书
黎美容（文桥传播中心总编辑）

“桥梁”，顾名思义，是一个过渡，一种衔接。在两个形

式、性质、内容、程度有异的东西间搭桥，以达到促进、成长等功能。

童书出版领域里，听说自2008年广州出现了在书封面标着“桥梁书”

的童书后，短短两年内，迅速成了新的热点。

它是一个从图到文的平稳过渡，让孩子从绘本的图像阅读跨入文字

阅读；亲子共读到能独立阅读——享受“自己可以独立读完一本书的成

就感，并因阅读过程中的乐趣而愿意持续阅读。”

据说桥梁书来自欧美一些阅读和阅读研究的大国，英文的桥梁书

（Bridging Books）是从简易读本开始，直到章节书，再往上可以衔接

到系列书……只见阅读路上“一路有桥”。

中国儿童阅读研究者王林在他的一篇《桥梁书是一个伪命题吗？》

说：“桥梁书刚开始并不是有理论指导的出版物，而是来自小读者的需

求……这类书在市场上被读者认可后，才越来越成为编辑的自觉，到后

来分类越来越细化……我认为，桥梁书的编辑一方面要有清晰的编辑理

念，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学理。毕竟，我们还缺乏对桥梁书的一些关键要

素，如文字、词汇难度、句型结构的基础研究……现在，一切才开始！”

文桥自2008年开始接手星洲副刊的亲子共读版《小活力》，对象

是高小的孩子及家长。内容则以“天人物我”为进路——我们相信人的

生命要健全，基本上要顾及四个面向：人与信仰、与别人、与环境，还

有与自己的关系。《中庸》是这样阐述生命的这四个面向：“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

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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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浩浩的哇！
浩浩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急惊风。他动作很快，爱说

话，而且嗓门很大，说起话来就像扩音器一样，远处也能
听得见；捂着耳朵，还可以稍微听到那个回音呢。

浩浩还有一个小口癖，就是他喜欢说话前，“哇”一
声，他认为这样很酷，大家都会注意到他。

一天，浩浩的友人介绍他登记了面子书账户。面子
书好好玩哦！有许多好玩游戏，搞笑的视频，美丽的图
画……但最好玩的是，浩浩可以在脸书上留言！没有人会
管他！想怎么说，怎么讲，都没人理会。

温柔节制

文、图：黄霆森

浩浩在食堂，和朋友们吃着他最爱的食物——食堂阿
姨的干捞面。他拿起筷子，夹起面条，放入嘴里，正等待
着干捞面的美味攻势……

“哇！！！今天的面超咸！！！难吃死了！！！”

当天晚上，他就在面子书写道：

“哇！！今天食堂干捞面——超难吃！！”不久，在
他留言下，冒出了许多异口同声的留言：“是啊！应该是
老板不够睡！”“下次不吃了！”

几天后，浩浩上完课，回到家，放下书包，打开电
脑，正打算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忽然，他看到了一个
视频，写着“Let it Go”——哇，他非常喜欢的歌曲，他非
常想听！于是按了播放键——

一个肥胖的女子，唱起了五音不全的“let it go…… let 
it go……”

“哇！！！难听死了！！！
她也丑爆了！”浩浩非常不满
意，竟然有人把他最喜欢的歌
唱得那么难听，还那么丑！
他立即在视频下方留言——不
久，在他留言下，冒出了许多
回应，“是啊，噪音污染！”“
警察快来抓走她！”

浩浩开始发现“咦，我说什么大家
都赞同哦！”他更起劲了，在脸书看到什么都来个“哇”
一声，再来留言！其他人就“同声同气”起哄——他感觉
自己已成为留言达人了。

浩浩的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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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浩浩的哇！

一日浩浩在课堂上，等着道德老师给大家讲故事，老
师从抽屉里拿出了故事书，面向大家。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说这个故事……”

浩浩非常期待，老师拿出了手上的故事书——

“三只小猪！”

哇！一个老掉牙故事，有没有搞错啊！这他已经听过
了，他希望可以听到不一样的，他非常失望，他站了起来！

“哇！！！老师！妳outdate了！！！什么时代了，还
讲三只小猪！” 

这时，班上鸦雀无声。所有学生的目光都投向了浩
浩，连老师也惊呆了。浩浩看着大家奇怪的表情，连老师
也愣在那里，他小声说道：

“干嘛～我只是comment而已啊……有错吗？”

冲口就出？　// 霆森 

曾经看一个节目，主持人访问一位作家，作家提到“他非常

谨慎，这不单是在创作上，就连whatapps或回脸书讯息时，也会

仔细读一下所写的内容，看会不会词不达意，或有引起误解的词

句，修改后才传发。”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作家太吹毛求疵，连发个讯息也那么讲

究。但我认为他是很有修养；他的出发点是“怕人家误解”，才

如此谨慎，这让他成为一个非常称职的作家。

“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是这样直话直说”——我

们或许不但言语上，连在面子书留言也是“我爱写什么就写什

么”“我就是这么直的”，有时还不惜夸张。想想当我们高举己

见时，我们是否有顾及他人的感受？不然，就成了别人眼中没有

礼貌的人呢？

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漫画，一位爸爸指着家里慵懒的小狗，

问自己的孩子：“你觉得狗狗如何？”孩子答道“懒死了，趴

在那里像死了一样！”但爸爸说：“不，狗狗可能是累坏

了，在那里休息。”——两者都在描述着同样的事情，哪一个比

较“中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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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言无状　// 美容 

要如何形容故事里的浩浩及那一班齐齐起哄的人呢？一人点

火、引爆，其他群起“拍砖”——砖可砸人，攻击性的，无论有

心或无意，算是“搞搞气氛闹闹事，开个玩笑，开心一下”；而

他们其实有特别招数，这骂人法，有自己的特点。

目睹这些年来的怪现状——

包容的人说“童言无忌”——小孩子讲话没甚避忌，有怪

莫怪。

尖锐一点的人说，“真不像样，恶语伤人”。

广东人一鞭一条痕，概括力强，这是：“指天笃地”——说

话时指天指地，说话直率，无所顾忌，放肆，不知礼貌，目中无

人！这描述十分形象，有现场感。

中庸一点的形容说，是“出言不慎”或“出言不逊”——讲

话不小心；说话傲慢，不客气。

有个形容词可以总结以上各种“评述”，就是“出言无状”。

◎ 你觉得“我就是这么直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

…………………………………………………………………………………………

…………………………………………………………………………………………

◎ 为什么那位作家连发讯息都那么讲究？

…………………………………………………………………………………………

…………………………………………………………………………………………

…………………………………………………………………………………………

诶，你也说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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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顾念他人

 小索！阿尔！
黄金拍档？

小索和阿尔是一起长大的好拍档，做起事来，默契十
足，人称“黄金拍档”。他们经常一起游戏、运动，无论
什么样的比赛，羽毛球、网球、兵乓，都可以看到他们两
人一起组队。小索脑筋转得快、阿尔身手很敏捷；小索深
谋远虑、阿尔气逾霄汉，两人在同一个队伍里，无往不利
胜券在握。

最近，小索和阿尔迷上了一款电脑竞技游戏《王者来
咯！》。基本共十位玩家，分为两组。各自选择自己喜好
的英雄角色；号声响起后，两组队伍从自己阵营的水晶基

文、图：黄霆森

地塔内开始，与队友一起冲锋陷阵，从地图上中下三条路
线，以摧毁敌方阵营的水晶基地塔来获得胜利。

除此之外，游戏还有特别的表扬系统，游戏结束后，
胜败两方，各都选出一个“表现最佳的玩家”，各得一个
MVP勋章——拿到MVP的人，是在战局中表现最出色的人。

一日，两人玩起《王者来咯！》，小索带领一伙人，
从中路攻入敌方阵营，胜利在望，而阿尔则在下路独自与
敌方玩家火拼。

小索：“阿尔！！！敌方中路有破绽！！快来支援我们！”

阿尔：“等一等！我在下路，和敌方玩家单挑着！一会儿
就来！”

小索一伙人冲入敌方阵营内，忽然才发现敌方已经等候
多时，立即围殴小索一伙人；而下路的敌方见状况不对，立
即往后逃跑，阿尔乘胜追击。

小索：“啊！敌军发现了我们了！！阿强！！快来掩护我
们！！”

小索！阿尔！黄金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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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小索！阿尔！黄金拍档？

阿尔：“等一下！敌方玩家逃走了！！！我追～”

小索一伙人寡不敌众，终究敌不过敌方玩家的围殴，
团队瞬间被剿灭；阿尔则继续追击逃走的敌方玩家。

小索：“啊！！！我们全灭了！你在那里？？”

话一说完，敌方中路的玩家士气如虹，往小索和阿尔
的阵营冲去。

小索：“阿强！！！中路有危险了！！！别追了！快来中
路防御！！！”

阿尔：“吔！！！又干掉一个敌方玩家！”

小索不断求救，阿尔没有回来防御，终于失守输掉了
游戏。

小索：“阿尔，你怎么没听我的指示！！看我们输掉了！”

阿尔：“我在冲MVP啊！输掉没关系！你看！！我有MVP
勋章吔！！”（暗暗自喜）

小索：“什么为了勋章？？游戏都输掉了！说好的团队精
神呢？”

阿尔：“当然！！游戏可以输！MVP不能让！！！”

小索：“（翻白眼）……”

阿尔看着自己金闪闪的勋章，非常得意，因为他受表
扬为“表现最抢眼最厉害的玩家”；小索看着自己队伍里
的其他玩家，非常沮丧，因为他们一组人差一点就能一起
赢得游戏了。

游戏可以输！
MVP不能让？　// 霆森

最近听闻友人或群组里有人抱怨说，玩游戏中有这一类的玩

家，他们虽然玩着极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却独来独往、不在乎

输赢，只在乎自己在游戏中的表现是否够抢眼，甚至还飙出一句

名言“游戏可以输！MVP不能让”。

我也经常看到一起玩游戏的孩子，会在游戏结束后，彼此

议论着究竟谁才是最厉害最抢眼的那位，可见输赢之后，还有一

场“个人表现”的胜负。

环看当今许多需要团队合作的比赛，无论足球、篮球、羽

毛球、排球甚至辩论，不曾有输了比赛，但我们表扬“放弃团

队合作”，却表现优异的选手——即使是奥运会或世界足球赛

world cup也没有这样的机制，或许只有在电玩游戏里有这样的

例外吧。

游戏中玩家为了个人的成就或荣誉，放弃团队精神一意孤

行，甚至不服从命令，这是常有的事，但真的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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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

对对碰

啊！我读懂了！

出位　// 美容

听说合唱团里有个规则和默契，团员无论是负责唱男女高

音或低音的，都要各尽其力，但也“各司其职”，不可超越。譬

如，当女低音在唱主旋律的时候，女高音也要恰当配合，声音放

轻，不要盖过正在发挥旋律特色的女低音部分。

就如4部合唱，各声部唱的同时也要听其它声部，好“融成

一个声音”。当然同一声部也得首先讲究“内部和谐”，配搭得

好才可以跟另外的声部连接——没有人可以个别出位，即使你的

声色如何出众，那只是一种破坏。

合唱本来就是一个团队的呈献，除在技术上学习配合，还有

很重要的，就是“尊重”。

故事里的阿尔，是见死不救。一般这种游戏队员在被“剿

灭”后，是能在约一分钟内“复活”，然后继续战斗，阿尔在自

己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时，并未支援，却忘情继续大展身手，为的

是那一个表扬——最抢眼最厉害的玩家。

发明出这样的“个人英雄奖”机制的

人，原意是什么？不忘鼓励一个失败队伍里

的人？但不小心就滋长了人的自私。

小索！阿尔！黄金拍档？

◎ 阿尔受表扬为“表现最抢眼最厉害的玩家”但他同时也输了一样东
西，那是什么？

…………………………………………………………………………………………

…………………………………………………………………………………………

…………………………………………………………………………………………

◎ 什么是团队精神呢？

…………………………………………………………………………………………

…………………………………………………………………………………………

…………………………………………………………………………………………

诶，你也说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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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印度小孩鲁本兹在贫民援助中心里上学读书，很快乐。

一天，他和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他们要做一件叫
老师高兴的事，他们从背后亮出一些连枝带叶的花来，给
你，老师，他们说。

清阿姨笑了，但是她问：“你们这些花从哪里来？”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清阿姨说：“如果没有问过
人自己拿，就是偷，偷是不好的。你们下次可以捡拾掉在
地上的花给老师。”

务要谨守一个菠萝蜜

文：黎美容　图：陈仰芬

他们于是努力去找，发现鸡
蛋花会一朵一朵地掉，掉下来的
花还是很美的。他们就在这些花
里选出最美最好的给老师。

老师收到花很高兴。

有一天，鲁本兹在一棵菠萝蜜
树下经过。那树上结了几个大大小小
的果子，他在树下站住，一直望着树上
的果子，想：如果可以送一个菠萝蜜给老
师，她一定很高兴。

但是，菠萝蜜不会自己掉下来。可不可以爬上去
采？他正想着，屋子里走出一个老人，问他：“你站在树
下做什么？”

鲁本兹有点慌，但是鼓起勇
气说：“我想要一个菠萝蜜，因
为我的老师很喜欢吃。”

老人听了，把一个小菠萝蜜
采下来，递了给他。

鲁本兹真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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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一起填进
美丽的图画　// 仰芬

当老师告诉孩子们“不问自取”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我马上

想画几张专注聆听的小脸，表情有些吃惊、难过。在构图里，我

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圆圈，而高高的老师正微微低头

弯身，面向他们。

老师是温和亲切的，我觉得要省略面部表情，也不用一般常

用的“手指着孩子”，教训式的画面，因为这样太“说教”了。

老师的手垂下，握住一本书，我特别将书

留白，也不加书名，书是打开的，老

师孩子会一起填进美丽的图画。

鲁本兹向老人要菠萝蜜的情

景，我觉得放大孩子和老人的面部

表情更为适合，如果注重孩子请

求的动作，例如画出双手恳求的样

子，反而弄巧反拙；老人被鲁本兹的

美好想法（送菠萝蜜给老师）所感动，

忘记动作更为恰当，只是侧耳倾听；而老人

又被他的善良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后来动了

慷慨之举。

一个菠萝蜜

美丽的需要	
美丽的回应　// 美容

当鲁本兹和那几个孩子想要做一件“叫老师高兴的事”，

那老师却用很浅又很温和的话告诉孩子“什么是偷”“偷是不好

的”“如何不偷也可以做叫人高兴的事”。

那些孩子也因此注意到什么花会掉落，又如何在落花里选出

比较新鲜美丽的来。他的情意领域、美感经验、道德操守、选择

能力——都在这大花树下冒芽……

故事往下发展，鲁本兹兴头头地一直要再送点什么给老师，

但是菠萝蜜是不会掉下来的；当然，他也知道了，掉下来的也是

不可以拿的。

他于是很挣扎，但是事情有完美结局，他鼓起勇气说出需

要，那个美丽的需要，那老人也给了一个美丽的回应。

鲁本兹终于学会了。

（另：这可是个真实的故事哦！发生
在槟城打枪铺的贫民组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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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读懂了！

◎ 孩子们因为听从清阿姨的话，在地上捡拾花朵来送，他们从中学到
了什么？

…………………………………………………………………………………………

…………………………………………………………………………………………

…………………………………………………………………………………………

◎ 为什么菠萝蜜即使掉在地上也不可以拿？

…………………………………………………………………………………………

…………………………………………………………………………………………

…………………………………………………………………………………………

诶，你也说一说
！

却是爱他 谁来搬书？
“铃……”换节铃声响了，几个学生跑前来，七嘴

八舌：“老师，老师，我要搬书！”

顿时，我仿佛成了大人物，好多人簇拥我，急着为我效劳，班
上一时秩序大乱。“回去原位，坐下举手，老师选！”我下指令。

学生赶快坐下，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接下来，我伤
脑筋了，选谁好呢？丽丽、小樱我喜欢，俊轩、成义也不
错……环视一个个可爱的脸蛋，真不想让他们失望，可是
我没有这么多东西搬啊！

此时，威俊突然冒出一句：“老师，你没选过我。”
我不要学生以此来左右我，竟狠下心不选他。可是后来想
想，如果我是他，好想帮老师搬书，但一年年过去了，同
学都有机会，偏偏我没有，我会有什么感受？

X X X X

文：罗佩仪　图：胡国星 


